
B01
2015年11月20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梁超业 美术编辑陆轶

联系我们 qnbcjb@163.com

沪指重回3600 多方重夺主动权

■B07
央视2016年广告招标落幕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沪指 3600 点争夺
仍在延续，昨天多方又重新占
据主动，收盘站上3600点，创业
板指数更是暴涨逾4%。

盘面题材股发力，虚拟现
实概念股集体暴涨，水晶光电、
华力创通、联创电子、凯乐科
技、利达光电、深天马涨停，大
恒科技、高德红外、威创股份、
华工科技等涨幅靠前，消息面
上，暴风科技参股公司暴风魔
镜 11 月 18 日发布两款 VR（虚
拟现实）新品暴风魔镜一体机

“魔王”、暴风魔镜4，在暴风魔
镜新品上市之际，暴风科技因
停牌并未表现，但相关概念股
出现大涨，虚拟现实代表最容
易接触的未来科技被大公司和
消费者广泛关注，充电桩概念
股特锐德、南洋股份涨停，奥特
迅、万马股份、森源电气等涨幅
超过6%，在线教育概念股拉升，
立思辰、汉王科技、凤凰传媒、

银润投资涨停，全通教育、科大
讯飞、天喻信息、海伦钢琴等涨
幅也均超过6%。

截至收盘，沪指报3617.06
点，涨48.59点，涨幅1.36%，深
成指报 12609.84 点，涨 326.08
点 ，涨 幅 2.65% ，创 业 板 报
2770.75 点，涨 109.58 点，涨幅
4.12%。两市逾150股涨停。成
交量方面，沪市成交3284.4亿，
深市成交5313.8亿，两市共成
交8598.2亿。

本月两融余额已连续12个
交易日持续上升，两市融资融
券余额逼近12000亿元，数据显
示 ，最 新 沪 深 融 资 余 额 为
11954.78 亿 元 ，融 券 余 额 为
31.78亿元，两市融资融券余额
合计11986.56亿元，较上一个
交易日增加9.22亿元。从两融
行业交易来看，融资净买入额
前五名行业分别为房地产、电
子、家电、传媒、计算机，融资净
买入额后五名行业分别为军
工、交通运输、机械设备、公用

事业、综合。
技术上看，昨天大盘指数

全线上涨收盘，日线沪指收出
一根中阳线，创业板指数也是
收出一个大阳线，市场做多的
动能继续围绕题材股做文章，
市场热点呈现全面开花和强者
恒强的格局，唯一不足是成交
量有所萎缩，市场人士表示，在
下周IPO重启、融资杠杆调降以
及美联储12月加息预期提升的
情况下，市场震荡加剧，未来大
盘走势，需要看平台整理后的
方向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本周五为
本月期指交割日，目前三大期
指合约近月合约持仓量开始
下降，次月合约持仓量有所增
加，多空双方正在逐步进行换
月操作。股指期货三大主力
合约昨天全线收红，截至收盘
中 证 500 期 指 IC1511 涨 幅
2.41%，上证50期指 IH1511 收
涨1.57%，沪深300期指IF1511
收涨1.85%。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华谊兄弟昨天晚间
公告称，公司拟以10.5亿元的
股权转让价款收购浙江东阳美
拉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东冯小刚
和陆国强合计持有的70%的股
权。

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
司的股权结构为冯小刚持有
99%的股权，陆国强持有1%的股
权，其主营业务是影视剧项目的
投资、制作，影视剧本创作、策
划、交易等，目前目标公司已经
储备和开发的项目包括电影《手
机 2》、电影《念念不忘》、电影
《非诚勿扰3》、电影《丽人行》、
电视剧《12封告白信》以及综艺
节目等，除此之外，目标公司已
经制定并且实施新人导演计划，
培养新一代导演。

交易对方作出的业绩承诺
期限为5年，自标的股权转让完
成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止，其中2016年度是指标的股
权转让完成之日起至 2016 年
12月31日止。2016年度承诺
的业绩目标为目标公司当年经
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人民
币1亿元，自2017年度起，每个
年度的业绩目标为在上一个年
度承诺的净利润目标基础上增
长15%。

不过，截至公告日，目标公
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资产
总额为人民币1.36万元，负债

总额为人民币1.91万元，所有
者权益为人民币-0.55万元，公
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

华谊兄弟公告显示，根据冯
小刚及公司于2009年 9月 8日
签署了《合作协议》的约定，冯小
刚在合作期限内为公司拍摄五
部电影作品，截至本协议签署之
日，冯小刚在《合作协议》项下已
经为公司拍摄三部电影作品，尚
剩余两部电影作品未拍摄。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冯小
刚为公司拍摄的电影作品《我不
是潘金莲》（暂定名）视为冯小刚
为公司拍摄完成的第四部电影
作品。剩余一部电影作品按如
下方式执行：自冯小刚将其作为
导演参与的某一部电影项下其
享有的收益分红权无偿转让并
支付给公司之日起，即视为冯小
刚履行完毕《合作协议》项下最
后一部电影作品的拍摄义务。

此外，华谊兄弟拟向北京英
雄互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19亿元认购其新增股份2772万
股，投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其
20%股份。

华谊兄弟表示，通过投资目
标公司，公司布局电子体育竞技
游戏领域，进一步增强公司在游
戏产业链上的控制力，有利于完
善公司在互联网娱乐业务板块
的布局，也有利于公司大娱乐战
略的有效落实。

华谊兄弟昨天股价大涨
5.86%，报收41.71元。

华谊兄弟拟以10.5亿元
收购冯小刚的公司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宝能系合计持有的
万科股份已达 15.04%，直逼第
一大股东华润股份。

万科 A 昨晚披露，2015 年
10月27日至11月17日，公司
股东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其以收益互换的形式享
有收益权的公司A股股票5.57
亿股，所涉及股票数占公司现在
总股本的5.04%，该部分股票转
由钜盛华直接持有。

截至2015年11月17日，
钜盛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A股8.89亿股，占万科现在
总股本的8.04%，通过信用证券
账户持有万科 A 股 3735.73 万
股，占万科现在总股本的0.34%；
前海人寿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万科A股7.36亿股，占万科现
在总股本的6.66%。钜盛华和前
海人寿合计持有万科A股股票
16.62亿股，占公司现在总股本

的15.04%。据悉钜盛华及前海
人寿均由宝能系控制，宝能系掌
门人为姚振华。

而截至公告日，华润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合计
持有万科 A 股股票 16.9 亿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9%，仍为
公司第一大股东，不过宝能系
合计持股数量已经直逼第一大
股东。

本周万科股价也出现大
涨，消息面上，重庆万科试水

“租金抵房款”受到了市场的关
注，重庆万科旗下的西九·万科
驿对外推出了“租金抵房款”的
住宅项目，且已经迎来第一批
租客。有市场人士认为，“以租
代售”放到住宅销售上，有利于
项目增加客户流量，提高市场
认知度，更为关键的是，所选的
租房客户未来大部分都会买
房，相应的购房转化率也非常
高，购房所带来的利润也足够
弥补此前的时间成本。

宝能持万科股份直逼华润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近日，深交所对锐
奇股份董事长“自推自否高送
转方案”的违规行为给予公开
谴责处分。

2015年9月11日，锐奇股
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吴明厅在公司股东大会上否
决了自己提议的2015年中期高
送转方案。深交所认为，吴明
厅滥用控股股东权利，否决了

自己提议的利润分配方案，对
投资者预期造成重大误导，引
起了股价大幅波动，损害了其
他投资者利益。公司披露高送
转提议方案当日，公司股票涨
停；股东大会否决该议案后，公
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跌停，
引发媒体和投资者的广泛质
疑。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指出，
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属于公
司重大事项，对投资者决策有

重大影响。方案提议人及决策
者应对提案的合规性、可行性
作出审慎判断，谨慎对待所作
出的承诺。诚信是证券市场的
基石，上市公司及相关当事人
均应严守诚实信用原则，共同
营造诚信的市场环境。深交所
将继续对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
的违法违规行为和失信背信行
为进行严格监管，以切实保护
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
法权益。

深交所公开谴责锐奇股份董事长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上交所昨日公告，
在日常信息披露监管中，发现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在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等
方面存在违规情形，并于2015
年10月13日召开纪律处分委
员会，形成了纪律处分决定。

上交所表示经查明，皖江
物流2012年、2013年年报虚增
销售收入和利润，导致相关财

务数据严重失实；皖江物流巨
额对外担保未履行审议程序，
也未及时对外披露，情节恶
劣。皖江物流时任董事、常务
副总经理汪晓秀作为淮矿物流
的董事长，对淮矿物流公司虚
增收入及利润、隐瞒巨额担保
等事项负有主要责任。皖江物
流时任全体其他董、监、高未勤
勉尽责，未能实现对公司的有
效控制，督促公司规范运作，对
公司的违规行为也负有责任。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经上
交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
过，对时任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汪晓秀予以公开谴责，并公开
认定五年内不得担任上市公司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对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公司时任全体其他
董、监、高予以公开谴责。

上交所表示，这些纪律处分
将通中国证监会和安徽省人民政
府，并计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上交所公开谴责皖江物流违规动作

■公告速递


